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029260.X

(22)申请日 2019.01.08

(73)专利权人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月城

街118号

(72)发明人 袁玮　吴剑　张龙　高红兵　

高菊茹　张博　杜俊　王耀　孙坤　

温晓凯　梁勇　涂文轩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众恒智合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1239

代理人 陈春华

(51)Int.Cl.

G01V 3/12(2006.01)

B25J 18/02(2006.01)

B60P 3/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

测台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

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解决现有技术对隧道衬

砌无损检测时效率低、检测结果误差大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包括工程运输车和检测系统，工程运

输车设工作平台和水平升降机构；水平升降机构

包括升降平台和伸缩式液压缸；检测系统包括双

级回转机构、伸缩臂、浮动机构、曲面自适应机构

和雷达天线夹持机构；浮动机构包括外套臂、内

套臂和驱动液压缸。本实用新型设计科学合理，

检测效率高、检测结果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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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于：包括可在隧道内平

稳运行的工程运输车(1)，以及设于所述工程运输车(1)上用于对隧道衬砌进行无损检测的

两个以上检测系统(2)，所述工程运输车(1)上设有处于水平状态的工作平台(3)，所述工作

平台(3)上设有顶面处于水平状态的水平升降机构(4)，并且所有所述检测系统(2)安装于

所述水平升降机构(4)的顶面；

所述水平升降机构(4)包括位于所述工作平台(3)正上方、顶面呈水平状态、可在竖直

方向上相对于所述工作平台(3)上升或下降的升降平台(41)，所述工作平台(3)的顶面四角

处分别竖直固定有一个伸缩式液压缸(42)，并且四个所述伸缩式液压缸(42)的活塞杆顶部

分别与所述升降平台(41)的底面四角相固定，用以驱动所述升降平台(41)在竖直方向上上

升或下降；

所述检测系统(2)包括安装于所述升降平台(41)的顶面用于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进行

角度调节的双级回转机构(5)，安装于所述双级回转机构(5)上的伸缩臂(6)，安装于伸缩臂

(6)顶部用于实时对所述伸缩臂(6)的长度进行补偿的浮动机构(7)，安装于所述浮动机构

(7)的顶部的曲面自适应机构(8)，以及安装于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8)上、用于贴紧在隧道

衬砌壁面上并保持在隧道衬砌壁面同一高度滑行、且滑行方向始终与隧道纵轴线方向平

行、以夹持对隧道衬砌壁进行无损精确检测雷达的雷达天线夹持机构(9)；

所述浮动机构(7)包括底部与所述伸缩臂(6)的顶部连接的外套臂(71)，底端套装于所

述外套臂(71)内、顶端伸出所述外套臂(71)外、并且可在所述外套臂(71)内自由伸缩的内

套臂(72)，以及驱动所述内套臂(72)在所述外套臂(71)内伸缩的驱动液压缸(73)，所述驱

动液压缸(73)的缸筒底部铰接于所述外套臂(71)上，所述驱动液压缸(73)的活塞杆自由端

铰接于所述内套臂(72)的顶端，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8)安装于所述内套臂(72)的顶端端

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工作平台(3)和所述升降平台(41)均呈长方形，且大小相同，所述工作平台(3)的两

条长边的中间还分别固定有一个伸缩式液压缸(42)，相同地，该两个伸缩式液压缸的活塞

杆顶部分别与升降平台(41)底面的两条长边的中间相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平升降机构(4)还包括有水平加固杆(43)和斜拉杆(44)，相邻所述伸缩式液压缸

(42)之间通过一根所述水平加固杆(43)连接加固，并且相邻所述伸缩式液压缸(42)之间还

通过至少一根所述斜拉杆(44)连接加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双级回转机构(5)包括通过立柱水平固定于所述升降平台(41)的顶面上用于在水

平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水平齿轮减速器(51)，以及通过立柱竖直固定于所述水平齿轮减

速器(51)上用于在竖直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竖直齿轮减速器(52)，所述水平齿轮减速器

(51)上连接有用于驱动所述水平齿轮减速器(51)运行的水平驱动电机(53)，所述竖直齿轮

减速器(52)上连接有至少两个用于驱动所述竖直齿轮减速器(52)运行的竖直驱动电机

(54)，所述伸缩臂(6)安装于所述竖直齿轮减速器(52)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8)包括用于安装所述雷达天线夹持机构(9)的上安装板(81)，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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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装在所述内套臂(72)的顶端端部上的下安装板(82)，设于所述上安装板(81)和所述下

安装板(82)之间的中间板(83)，以及相互垂直分布的第一铰耳(84)和第二铰耳(85)，所述

中间板(83)的顶面两端分别通过两个所述第一铰耳(84)与所述上安装板(81)的底面两端

相铰接，所述中间板(83)的底面两侧分别通过两个所述第二铰耳(85)与所述下安装板(82)

的顶面两侧相铰接，所述中间板(83)的顶面两侧和底面两端分别设有一个缓冲垫(86)，所

有所述缓冲垫(86)均未与所述上安装板(81)和所述下安装板(82)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雷达天线夹持机构(9)包括安装转轴(91)，两个夹持机构液压缸(92)，雷达夹持架

(93)，雷达夹持板(94)，以及调节丝杠(95)；所述雷达夹持架(93)通过所述安装转轴(91)安

装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分别位于所述安装转轴(91)

的两侧，并且每一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的一端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相铰接，

其另一端与所述雷达夹持架(93)的底面相铰接，所述雷达夹持板(94)通过所述调节丝杠

(95)安装于所述雷达夹持架(93)上，并且可相对于所述雷达夹持架(93)自由移动以夹紧或

松开雷达天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两侧分别设有一个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并且两个所述

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分布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两个对角处，两个所述夹持机构

液压缸(92)的缸筒端分别与两个所述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铰接；所述雷达夹持架(93)

的底面两侧边分别设有一个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97)，并且两个所述雷达夹持架气缸安

装座(97)分布于所述雷达夹持架(93)的底面两个对角处，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的

活塞杆端分别与两个所述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97)铰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相互平行分布，并且位于所述上安装板(81)和所述雷达

夹持架(93)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设于所述工作平台(3)上的距离传感器(10)，设于

所述双级回转机构(5)上的角度传感器(11)，以及设于所述工程运输车(1)上并分别与所有

所述距离传感器(10)、所有所述角度传感器(11)、所有所述伸缩式液压缸(42)、所有所述伸

缩臂(6)、所有所述驱动液压缸(73)、所有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所有所述水平驱动电

机(53)和所有所述竖直驱动电机(54)连接的PLC控制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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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

背景技术

[0002] 在隧道修建完后，需要对隧道衬砌进行无损检测，同时，在隧道投入运营后，每隔

一段时间也需要对隧道衬砌进行无损检测，以保证隧道能够安全运营，现有的隧道衬砌无

损检测设备一般是人工托举雷达天线对隧道衬砌进行无损检测，其检测效率低，且由于体

力等因素，不能确保天线时刻与衬砌表面保持紧密贴合，同时雷达天线在持续贴合于隧道

衬砌壁上时还会因辅助机构在动作时对雷达天线产生冲击，造成雷达天线与隧道衬砌壁之

间形成一定角度，导致测线位置定位不准确，直接影响到部分测线段落的数据采集质量，导

致对部分衬砌存在误判、漏判。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

测台车，解决现有技术对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效率低、检测结果误差大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车，包括可在隧道内平稳运行的工

程运输车，以及设于所述工程运输车上用于对隧道衬砌进行无损检测的两个以上检测系

统，所述工程运输车上设有处于水平状态的工作平台，所述工作平台上设有顶面处于水平

状态的水平升降机构，并且所有所述检测系统安装于所述水平升降机构的顶面；

[0006] 所述水平升降机构包括位于所述工作平台正上方、顶面呈水平状态、可在竖直方

向上相对于所述工作平台上升或下降的升降平台，所述工作平台的顶面四角处分别竖直固

定有一个伸缩式液压缸，并且四个所述伸缩式液压缸的活塞杆顶部分别与所述升降平台的

底面四角相固定，用以驱动所述升降平台在竖直方向上上升或下降；

[0007] 所述检测系统包括安装于所述升降平台的顶面用于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进行角

度调节的双级回转机构，安装于所述双级回转机构上的伸缩臂，安装于伸缩臂顶部用于实

时对所述伸缩臂的长度进行补偿的浮动机构，安装于所述浮动机构的顶部的曲面自适应机

构，以及安装于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上、用于贴紧在隧道衬砌壁面上并保持在隧道衬砌壁

面同一高度滑行、且滑行方向始终与隧道纵轴线方向平行、以对隧道衬砌壁进行无损精确

检测的雷达天线夹持机构；

[0008] 所述浮动机构包括底部与所述伸缩臂的顶部连接的外套臂，底端套装于所述外套

臂内、顶端伸出所述外套臂外、并且可在所述外套臂内自由伸缩的内套臂，以及驱动所述内

套臂在所述外套臂内伸缩的驱动液压缸，所述驱动液压缸的缸筒底部铰接于所述外套臂

上，所述驱动液压缸的活塞杆自由端铰接于所述内套臂的顶端，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安装

于所述内套臂的顶端端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工作平台和所述升降平台均呈长方形，且大小相同，所述工作平台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209446782 U

4



的两条长边的中间还分别固定有一个伸缩式液压缸，相同地，该两个伸缩式液压缸的活塞

杆顶部分别与升降平台底面的两条长边的中间相固定。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水平升降机构还包括有水平加固杆和斜拉杆，相邻所述伸缩式液

压缸之间通过一根所述水平加固杆连接加固，并且相邻所述伸缩式液压缸之间还通过至少

一根所述斜拉杆连接加固。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双级回转机构包括通过立柱水平固定于所述升降平台的顶面上用

于在水平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水平齿轮减速器，以及通过立柱竖直固定于所述水平齿轮

减速器上用于在竖直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竖直齿轮减速器，所述水平齿轮减速器上连接

有用于驱动所述水平齿轮减速器运行的水平驱动电机，所述竖直齿轮减速器上连接有至少

两个用于驱动所述竖直齿轮减速器运行的竖直驱动电机，所述伸缩臂安装于所述竖直齿轮

减速器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包括用于安装所述雷达天线夹持机构的上安装

板，用于安装在所述内套臂的顶端端部上的下安装板，设于所述上安装板和所述下安装板

之间的中间板，以及相互垂直分布的第一铰耳和第二铰耳，所述中间板的顶面两端分别通

过两个所述第一铰耳与所述上安装板的底面两端相铰接，所述中间板的底面两侧分别通过

两个所述第二铰耳与所述下安装板的顶面两侧相铰接，所述中间板的顶面两侧和底面两端

分别设有一个缓冲垫，所有所述缓冲垫均未与所述上安装板和所述下安装板接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雷达天线夹持机构包括安装转轴，两个夹持机构液压缸，雷达夹持

架，雷达夹持板，以及调节丝杠；所述雷达夹持架通过所述安装转轴安装于所述上安装板的

顶面，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分别位于所述安装转轴的两侧，并且每一个所述夹持机构

液压缸的一端与所述上安装板的顶面相铰接，其另一端与所述雷达夹持架的底面相铰接，

所述雷达夹持板通过所述调节丝杠安装于所述雷达夹持架上，并且可相对于所述雷达夹持

架自由移动以夹紧或松开雷达天线。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上安装板的顶面两侧分别设有一个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并且两

个所述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分布于所述上安装板的顶面两个对角处，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

压缸的缸筒端分别与两个所述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铰接；所述雷达夹持架的底面两侧边分

别设有一个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并且两个所述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分布于所述雷达

夹持架的底面两个对角处，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的活塞杆端分别与两个所述雷达夹持

架气缸安装座铰接。

[0015] 进一步地，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相互平行分布，并且位于所述上安装板和所

述雷达夹持架之间。

[0016] 进一步地，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设于所述工作平台上的距离传感

器，设于所述双级回转机构上的角度传感器，以及设于所述工程运输车上并分别与所有所

述距离传感器、所有所述角度传感器、所有所述伸缩式液压缸、所有所述伸缩臂、所有所述

驱动液压缸、所有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所有所述水平驱动电机和所有所述竖直驱动电机

连接的PLC控制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设计科学合理，使用方便，检测效率高、检测结果精准。

[0019] 本实用新型在工程运输车上设三个检测系统，工程运输车运载三个检测系统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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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运行，三个检测系统可实时对隧道衬砌的三条测线进行检测，相比于现有技术，不仅可

在工程运输车的平稳持续运行下更快速地进行检测，还能对隧道衬砌的三条测线同时进行

检测，可极大提高检测效率。

[0020] 本实用新型在工程运输车上设工作平台，工作平台正上方设水平升降机构，工作

平台和水平升降机构均处于水平状态，同时水平升降机构可相对于工作平台上升和下降，

可有效对检测系统的位置进行调节，方便使用。

[0021] 本实用新型检测系统包括双级回转机构、伸缩臂、浮动机构、曲面自适应机构和雷

达天线夹持机构，双级回转机构在水平驱动电机和竖直驱动电机的作用下可自由在水平和

竖直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以补偿工程运输车在隧道内形式时造成的角度偏差，伸缩臂主

要用于调控工程运输车至隧道衬砌壁之间的距离，使雷达天线夹持机构能够伸长至隧道衬

砌壁，浮动机构，用于对伸缩臂调控工程运输车至隧道衬砌壁之间的距离时，进一步对距离

进行补偿，驱动液压缸持续对内套臂施加驱动力，当工程运输车经过颠簸路面或障碍路面

时，驱动液压缸持续施加的驱动力可使雷达天线夹持机构始终与隧道衬砌保持贴合，使检

测不受路面影响，曲面自适应机构，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分别通过第一铰耳和第二铰耳与

中间板的顶面和底面铰接，并且第一铰耳和第二铰耳相互垂直，如此就可使上安装板可相

对于下安装板在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自由调整角度，角度的调整依靠浮动机构施加的驱

动力、以及雷达天线夹持机构与隧道衬砌壁之间的作用进行自动调整。

[0022] 本实用新型雷达天线夹持机构包括安装转轴、夹持机构液压缸、雷达夹持架、雷达

夹持板、调节丝杠、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和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雷达夹持板通过调节丝

杠安装在雷达夹持架上，雷达夹持板可相对于雷达夹持架自由移动，通过调节丝杠来调节

雷达夹持板的位置，雷达天线被夹持于雷达夹持架和雷达夹持板之间，夹持机构液压缸位

于雷达夹持架和上安装板之间，并且分别与雷达夹持架和上安装板铰接，通过夹持机构液

压缸的驱动，可以实现雷达夹持架的角度调节，当雷达天线在持续贴合于隧道衬砌壁上时

还会因辅助机构在动作时对雷达天线产生冲击，造成雷达天线与隧道衬砌壁之间形成一定

角度时，可以通过夹持机构液压缸对该角度形成补偿，使本实用新型在遇到路面不平整或

拐弯时能够更加灵活地进行调节。进一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检测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双级回转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浮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曲面自适应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雷达天线夹持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实用新型控制系统连接框图。

[0030] 其中，附图标记对应的名称为：

[0031] 1-工程运输车、2-检测系统、3-工作平台、4-水平升降机构、5-双级回转机构、6-伸

缩臂、7-浮动机构、8-曲面自适应机构、9-雷达天线夹持机构、10-距离传感器、11-角度传感

器、12-PLC控制器、41-升降平台、42-伸缩式液压缸、43-水平加固杆、44-斜拉杆、51-水平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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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减速器、52-竖直齿轮减速器、53-水平驱动电机、54-竖直驱动电机、71-外套臂、72-内套

臂、73-驱动液压缸、81-上安装板、82-下安装板、83-中间板、84-第一铰耳、85-第二铰耳、

86-缓冲垫、91-安装转轴、92-夹持机构液压缸、93-雷达夹持架、94-雷达夹持板、95-调节丝

杠、96-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7-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方式包括

但不仅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3] 如图1-7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可同时多测线进行隧道衬砌无损检测的检测台

车，结构简单、设计科学合理，使用方便，检测效率高、检测结果精准。本实用新型包括可在

隧道内平稳运行的工程运输车1，以及设于所述工程运输车1上用于对隧道衬砌进行无损检

测的两个以上检测系统2，所述工程运输车1上设有处于水平状态的工作平台3，所述工作平

台3上设有顶面处于水平状态的水平升降机构4，并且所有所述检测系统2安装于所述水平

升降机构4的顶面。

[0034] 所述水平升降机构4包括位于所述工作平台3正上方、顶面呈水平状态、可在竖直

方向上相对于所述工作平台3上升或下降的升降平台41，所述工作平台3的顶面四角处分别

竖直固定有一个伸缩式液压缸42，并且四个所述伸缩式液压缸42的活塞杆顶部分别与所述

升降平台41的底面四角相固定，用以驱动所述升降平台41在竖直方向上上升或下降。所述

检测系统2优选三个，等距分布于所述工作平台3顶面的一条对角线上。

[0035] 本实用新型在工程运输车上设三个检测系统，工程运输车运载三个检测系统平稳

持续运行，三个检测系统可实时对隧道衬砌的三条测线进行检测，相比于现有技术，不仅可

在工程运输车的平稳持续运行下更快速地进行检测，还能对隧道衬砌的三条测线同时进行

检测，可极大提高检测效率。

[0036] 本实用新型在工程运输车上设工作平台，工作平台正上方设水平升降机构，工作

平台和水平升降机构均处于水平状态，同时水平升降机构可相对于工作平台上升和下降，

可有效对检测系统的位置进行调节，方便使用。

[0037] 本实用新型所述检测系统2包括安装于所述升降平台41的顶面用于在水平和竖直

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双级回转机构5，安装于所述双级回转机构5上的伸缩臂6，安装于伸

缩臂6顶部用于实时对所述伸缩臂6的长度进行补偿的浮动机构7，安装于所述浮动机构7的

顶部的曲面自适应机构8，以及安装于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8上、用于贴紧在隧道衬砌壁面

上并保持在隧道衬砌壁面同一高度滑行、且滑行方向始终与隧道纵轴线方向平行、以对隧

道衬砌壁进行无损精确检测的雷达天线夹持机构9。

[0038] 本实用新型所述浮动机构7包括底部与所述伸缩臂6的顶部连接的外套臂71，底端

套装于所述外套臂71内、顶端伸出所述外套臂71外、并且可在所述外套臂71内自由伸缩的

内套臂72，以及驱动所述内套臂72在所述外套臂71内伸缩的驱动液压缸73，所述驱动液压

缸73的缸筒底部铰接于所述外套臂71上，所述驱动液压缸73的活塞杆自由端铰接于所述内

套臂72的顶端，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8安装于所述内套臂72的顶端端部。

[0039] 本实用新型所述双级回转机构5包括通过立柱水平固定于所述升降平台41的顶面

上用于在水平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水平齿轮减速器51，以及通过立柱竖直固定于所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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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齿轮减速器51上用于在竖直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的竖直齿轮减速器52，所述水平齿轮减

速器51上连接有用于驱动所述水平齿轮减速器51运行的水平驱动电机53，所述竖直齿轮减

速器52上连接有至少两个用于驱动所述竖直齿轮减速器52运行的竖直驱动电机54，所述伸

缩臂6安装于所述竖直齿轮减速器52上。

[0040] 本实用新型所述曲面自适应机构8包括用于安装所述雷达天线夹持机构9的上安

装板81，用于安装在所述内套臂72的顶端端部上的下安装板82，设于所述上安装板81和所

述下安装板82之间的中间板83，以及相互垂直分布的第一铰耳84和第二铰耳85，所述中间

板83的顶面两端分别通过两个所述第一铰耳84与所述上安装板81的底面两端相铰接，所述

中间板83的底面两侧分别通过两个所述第二铰耳85与所述下安装板82的顶面两侧相铰接，

所述中间板83的顶面两侧和底面两端分别设有一个缓冲垫86，所有所述缓冲垫86均未与所

述上安装板81和所述下安装板82接触。

[0041] 本实用新型检测系统包括双级回转机构、伸缩臂、浮动机构、曲面自适应机构和雷

达天线夹持机构，双级回转机构在水平驱动电机和竖直驱动电机的作用下可自由在水平和

竖直方向上进行角度调节，以补偿工程运输车在隧道内形式时造成的角度偏差，伸缩臂主

要用于调控工程运输车至隧道衬砌壁之间的距离，使雷达天线夹持机构能够伸长至隧道衬

砌壁，浮动机构，用于对伸缩臂调控工程运输车至隧道衬砌壁之间的距离时，进一步对距离

进行补偿，驱动液压缸持续对内套臂施加驱动力，当工程运输车经过颠簸路面或障碍路面

时，驱动液压缸持续施加的驱动力可使雷达天线夹持机构始终与隧道衬砌保持贴合，使检

测不受路面影响，曲面自适应机构，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分别通过第一铰耳和第二铰耳与

中间板的顶面和底面铰接，并且第一铰耳和第二铰耳相互垂直，如此就可使上安装板可相

对于下安装板在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自由调整角度，角度的调整依靠浮动机构施加的驱

动力、以及雷达天线夹持机构与隧道衬砌壁之间的作用进行自动调整。

[0042] 本实用新型所述雷达天线夹持机构9包括安装转轴91，两个夹持机构液压缸92，雷

达夹持架93，雷达夹持板94，以及调节丝杠95；所述雷达夹持架93通过所述安装转轴91安装

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分别位于所述安装转轴91的两侧，

并且每一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的一端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相铰接，其另一端与所

述雷达夹持架93的底面相铰接，所述雷达夹持板94通过所述调节丝杠95安装于所述雷达夹

持架93上，并且可相对于所述雷达夹持架93自由移动以夹紧或松开雷达天线。

[0043] 本实用新型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两侧分别设有一个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并

且两个所述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分布于所述上安装板81的顶面两个对角处，两个所述夹

持机构液压缸92的缸筒端分别与两个所述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铰接；所述雷达夹持架93

的底面两侧边分别设有一个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97，并且两个所述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

座97分布于所述雷达夹持架93的底面两个对角处，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的活塞杆端

分别与两个所述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97铰接。两个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相互平行分

布，并且位于所述上安装板81和所述雷达夹持架93之间。

[0044] 本实用新型雷达天线夹持机构包括安装转轴91、夹持机构液压缸92、雷达夹持架

93、雷达夹持板94、调节丝杠95、上安装板气缸安装座96和雷达夹持架气缸安装座97，雷达

夹持板94通过调节丝杠95安装在雷达夹持架93上，雷达夹持板94可相对于雷达夹持架93自

由移动，通过调节丝杠95来调节雷达夹持板94的位置，雷达天线被夹持于雷达夹持架9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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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夹持板94之间，夹持机构液压缸92位于雷达夹持架93和上安装板81之间，并且分别与

雷达夹持架93和上安装板81铰接，通过夹持机构液压缸92的驱动，可以实现雷达夹持架93

的角度调节，当雷达天线在持续贴合于隧道衬砌壁上时还会因辅助机构在动作时对雷达天

线产生冲击，造成雷达天线与隧道衬砌壁之间形成一定角度时，可以通过夹持机构液压缸

92对该角度形成补偿，使本实用新型在遇到路面不平整或拐弯时能够更加灵活地进行调

节。进一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0045] 本实用新型所述工作平台3和所述升降平台41均呈长方形，且大小相同，所述工作

平台3的两条长边的中间还分别固定有一个伸缩式液压缸42，相同地，该两个伸缩式液压缸

的活塞杆顶部分别与升降平台41底面的两条长边的中间相固定。

[0046] 本实用新型所述水平升降机构4还包括有水平加固杆43和斜拉杆44，相邻所述伸

缩式液压缸42之间通过一根所述水平加固杆43连接加固，并且相邻所述伸缩式液压缸42之

间还通过至少一根所述斜拉杆44连接加固。

[0047] 侧面伸缩式液压缸的设计除了可增加检测系统的稳定性之外，还能有效对另外四

个伸缩式液压缸降负，延长伸缩式液压缸的使用寿命，水平加固杆和斜拉杆可有效保证水

平升降机构的稳定性，保证检测结果的精度。

[0048]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设于所述工作平台3上的距离传

感器10，设于所述双级回转机构5上的角度传感器11，以及设于所述工程运输车1上并分别

与所有所述距离传感器10、所有所述角度传感器11、所有所述伸缩式液压缸42、所有所述伸

缩臂6、所有所述驱动液压缸73、所有所述夹持机构液压缸92、所有所述水平驱动电机53和

所有所述竖直驱动电机54连接的PLC控制器12。

[0049] 值得注意的是，本实用新型中所使用的PLC控制器、伸缩臂、齿轮减速等设备均为

现有设备，其结构及工作原理均为现有成熟技术，因此在此不作赘述，并且PLC控制器分别

与距离传感器、夹持机构液压缸、角度传感器、伸缩式液压缸、伸缩臂、驱动液压缸、水平驱

动电机和竖直驱动电机之间的连接以及控制联动原理等也是现有已知技术，因此关于这一

部分内容在此也不作赘述。

[0050] 所述工程运输车1可以选用轮胎式运输车，也可以选用轨行式运输车。

[0051]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之一，不应当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但凡在本实用新型的主体设计思想和精神上作出的毫无实质意义的改动或润

色，其所解决的技术问题仍然与本实用新型一致的，均应当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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